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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US 的改革必须再改革
 

Theodore H. Moran
**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是否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的并购申请进行审查。 

 

CFIUS 主要的关注点是：1）敏感的军事或情报或双重用途技术向外国公司或者其

本国政府泄露；2）提供信息技术（IT）访问，以便外国人可以通过 IT 系统的后门进行

监视或破坏；3）向外国公司或其本国政府提供排除美国用户在外的商品和服务的准垄

断控制。 

 

在美国的外商投资，包括收购在内，一般对美国是非常有益的。外国公司会给美国

带来好的工作机会以及尖端技术和高质量的控制程序。2013 年在美跨国公司雇员的平均

收入为 79979 美元。1过去二十年美国 12%的生产率提升来自外商对美国的投资。2
 

 

CFIUS 程序由美国财政部执行。除非能明确地识别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可能威胁，

美国财政部将以各种形式欢迎外商对美投资。CFIUS 对外资收购的驳回案例十分稀少

——在过去二十年中仅有四个，因为外国公司在无力缓解 CFIUS 担忧的情况下有时会

撤回收购方案。 

 

国会和白宫正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法案（FRRMA）提出一项对 CFIUS 法规

的根本性改革。这些新的“改革”建议将在三个问题上改变 CFIUS。 

 

第一，FIRRMA 将改变 CFIUS 传统狭隘的识别方法，即通过产业内具体收购事件

来识别潜在国家安全威胁，变为禁止诸如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外资在美国经济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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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的收购。例如，CFIUS 此前拒绝了中国收购拥有重要技术的半导体公司，而这些

技术对改善反导雷达系统（氮化镓技术）至关重要。在 FIRRMA 下，中国或俄罗斯企

业的收购可能会被排除在整个半导体行业之外。 

 

第二，FIRRMA 要求 CFIUS 调查相关交易对美国国际技术和产业领导权的潜在影

响，包括该项交易是否可能降低美国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技术和产业的相对优势。3 

 

排除外资在美国经济整个行业、产业和地区的收购，甚至限制少数特定国家（中国、

俄罗斯或其他国家）的外国投资，以防止美国工业和技术优势被侵蚀，这不可避免地要

求美国政府制定国家产业政策。这种做法将要求美国政府选择一些受保护的部门，同时

指定其他部门向外资并购开放。这样的举动打开了一个政治进程的大门，而在这个过程

中没有逻辑上的结局。 

 

在整个产业领域内禁止外资并购不仅将排除外部投资者宝贵的技术和管理投入进

入美国经济，而且美国排除外资进入某些地区或行业的产业保护政策将会受到其他国家

的效仿。欧洲和亚洲的政府当局可能会采取镜像政策来避免失去工业或技术的领导权。

一旦保护国内产业的理由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这种保护政策还会仅限于这少数几个国

家吗？ 

 

第三，FRRMA提出了一个极其危险对CFIUS权限的扩展——授权其审查商业销售、

合资企业安排以及美国公司对外国人进行知识产权的正常商业许可。FIRRMA 允许

CFIUS 对相关销售和许可的商业行为进行审查，即使根据美国出口管理制度这些行为并

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重要的是，国会对 CFIUS 权限的修订应重新聚焦于可能来自于个人收购的特定国

家安全威胁上，而不是将美国经济的整个行业和部门排除在国外收购之外，即使最初仅

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限制。与此同时，以零和方式保护美国在整个技术领域的产业霸权

的目标不应作为美国外资政策的基础。 

 

最后，在没有国家安全合理性禁止的情况下，CFIUS 应避免干涉美国知识产权的正

常转移、许可以及合资企业关系。 

 

最后，改革后的 CFIUS 应该反映出旧的 CFIUS，或许嵌入了一些非实质性的民族

主义言论。 

 

其结果是，在保持美国经济开放受益于外国投资基础上与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前

提之间获得一个适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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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国经所胡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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